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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城市建设提质优化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空间品质成为城市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年来经济

的高速发展，城市空间出现失序。以合肥市二环内区域为案例，以街景图像等多源数据为载体，采用非现场建成环境
审计等技术方法，探索合肥市空间失序现象以及不同类型的街道与空间失序程度的关系。结果表明合肥市二环内：（1）
整体空间破败程度为 35.11%；（2）空间失序要素中以沿街商业要素的失序程度最为严重；（3）商业服务业设施用
地街道（B 类）空间品质最差，物流仓储用地（W 类）街道空间品质优质。基于空间失序理论，大规模测度街道空间
品质的优劣，在实践上能为未来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提供重要依据；在理论研究上尝试弥补以往国内城市地理对空间失
序研究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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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improvements and optimization in the field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people's pursuit

of a higher quality of life, spatial qual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spect of urban research. However, rapid
development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have caused disordered local urban space. In this study,
area within the second ring of Hefei City was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multi-source data (e.g., street
view images) were applied as carriers. On this basis, the physical disorder phenomen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street types and the degree of physical disorder in Hefei City were explored through technical methods
such as virtual built-environment audit. For area within the second ring road of Hefei City, the results revealed
as following: (1) for the overall spatial quality, the degree of physical disorder was 35.11%; (2) among the spatial
features explored, the commercial elements along the street presented the highest disorder degree; and (3) the
quality of the space along the streets of land servicing commercial-industry facilities (Class B) was the worst,
while the quality along the streets of logistics and storage land (Class W) was the best. Based on physical disorder
theory, this study quantitatively measured the quality of street space. In practice, thes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insights toward improving the urban management of cities in the future. In theory, they address the limitations of
current research into physical disorder in China's urban space.
Key words spatial disorder; street space;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s; street type; spac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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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精细化的尺度上进行评估 [15]。随着信息与通信技

引言
中国随着“增量建设”发展转向“存量更新”发展，

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城市建设更注重城市发展空间的优化与高质量发展。人

ICT）促成的新数据和新技术环境发展，街景图像数据作

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人们对空间品质愈发高要求。

为一种新型的数据源 [16]，能够提供街道景观、空间和外

城市亟需营造优质生活圈，街道空间品质成为重点关注

部轮廓等信息，并且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给城市

的对象之一。但在我国原先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

空间品质的测度带来了新的机遇，使得大规模、客观、

过快的城市化进程导致当下的城市街道空间品质工拙各

高效测度城市空间变成可能。因此，在建成环境审计领域，

异，出现旧城区建筑密度过高、外观破旧缺乏维护、新

应运而生一种新型的研究方法——非现场的建成环境审

开发区的部分建设用地闲置、环境衰败等低质空间现象。

计方法，这种方法基于全方位的实景图像数据，如百度

街道空间在人居环境组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

街景图像，以高分辨率记录了中国 372 个城市的静态街

作为联系城市各个功能区的纽带。除了具备道路的诸多

景图像，并且可供免费下载与存档收集。同时非现场的

功能特性，街道空间还具有社交性（sociability）[1]。若

建成环境审计方法是人本尺度的城市形态的测度，以人

能创造活跃且良好街道空间是可以吸引人群的流入与资

的视点为基准，对人们在生活中频繁接触的微观空间要

本的注入。虽然街道空间的使用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占重

素做量化测度
[21]

、龙灜

[17]

。Rundle[18]、Badland[19]、Hara[20]、

[22]

、张丽英 [23] 等学者都论证基于街景图

要地位，但是因为受到城市的发展滞后、经济发展迟缓、

Kelly

人口大规模迁出等影响 [2]，导致街道空间出现或多或少、

像的非现场环境审计的可行性。在实际应用中，Naik 等

或轻或重的空间失序现象，造成空间品质良莠掺杂，间

针对纽约等 5 个城市，基于谷歌街景图像所包含的特征，

接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情绪，容易产生如疏远、厌恶、

通过建立 Street Score 算法对城市空间的安全性进行了

恐惧等消极感。

评价 [24-26]；国内唐婧娴等基于街景图像数据测度了北京

空间失序（Spatial Disorder）作为一个专业名词，

市更新类居住区的街道空间品质水平 [27]；李智等以动态

多用于医学中的脑研究，主要研究人的视觉方面对空间

街景图像为载体，分析了齐齐哈尔的空间品质变化，提

[3]

认知的絮乱 。后随着犯罪地理学的发展，这个理论才

出了中国收缩城市的“人口—经济—空间下行滞后”的

逐渐出现在城市地理研究中，具体指的是能被人感知的、

现象 [28]；叶宇等为响应上海的城市微更新的需求，基于

识别到的混乱的、没有秩序的空间现象 [4]。空间失序可

上海街景图像，建立了一个面向人本尺度的街道空间品

以分为物理环境与社会环境两个层面，物理环境主要指

质评价系统 [29]。这些研究都证实了在一系列新数据源和

的是实体空间的失序，像建筑的破败、行人道路被占用

新技术的推动下，通过非现场的建成环境审计方法可对

[5，6]

，社会环境主要指的是人口结构不稳定、社会经济

城市街道空间品质开展规模量化测度，进而切实加强精

构成存在劣势等 [7]。西方国家相关的研究已验证了失序、

细化的规划管理的研究已成为可能。与此同时，目前的

混乱且存在明显分异的实体空间会影响个体行为（家庭暴

研究也缺少了对不同类型街道的失序程度情况的分析。

等

[8]

[4]

力、偷盗、抢劫） 、邻里环境 、个人情绪（恐惧、消极、
[9，10]

不信任）

、身体机能

[11]

，对物理环境产生了权力空

间的失控、生活空间的无序、道德空间的缺失等消极影响。
[12]

本文基于现有的研究基础和研究者对实地空间的认
知，选定合肥市二环内区域作为研究区域。为了更加客
观地测度与分析，将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计算合

去识别空

肥市的空间失序程度，通过百度地图提供的街景图像，

间的失序，力求挽救城市。在中国，城市空间失序问题

以非现场建成环境审计方法识别合肥市二环内出现空间

已悄然出现，但在国内规划地理学界对“空间失序”方

失序的地点及严重程度，并且对空间品质进行整体评价，

面的相关研究多见于犯罪地理学的研究，如李瑞生学者

希望能进一步围绕街道空间品质的测度寻找突破；二是

西方国家已经开始使用量化定义与评估机制

[13]

。

借助用地性质与路网数据，划分街道类型，采用量化的

可见空间失序理论在国内研究领域仍然处在初步阶段。

分析方法，试图探究不同类型街道跟街道失序程度之间

所以亟需正视国内建成环境中空间失序问题，探讨如何

的关系，以期为未来合肥市街道空间建设提供数据与合

识别、检测空间失序发生的点位，才能对其进行精细化

理建议。

在西方犯罪地理学研究综述上提及失序与犯罪的关系

管控与修复。
在测度方法上，传统的空间品质评价研究普遍采
用建成环境审计的方式，即通过现场审计、问卷

[14]

等

手段，缺少相对客观的物质因素测量方法，难以在大范

1 研究区域和数据
1.1 研究区域
本文研究区域范围为合肥市二环内区域（图 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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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庐阳区、瑶海区、包河区、蜀山区、高新区和新站区
这六大行政区的交界。
合肥市是一个稳健发展中的城市，城市建成环境一
般分为新老两代。随着近年来的发展，合肥市主城区快
速地向外扩张，二环边缘及以外的街道景观跟老城区中
心的景观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合肥市二环内的街道景
观类型多样化。再加上该区域是合肥市经济、社会活力
值最高的地方，能够作为合肥市城市空间的代表区域。
1.2 研究数据
1.2.1 街景图像数据
为实现高效的空间评价并准确定位空间破败或空间
失序的空间位点，本文提取了百度地图街景图像作为建
成环境审计的资料。百度地图 (https://map.baidu.com/)

1

能提供覆盖合肥市二环内大部分城市道路的最新街景图
像（2018 年 8 月），其图像最大分辨率（宽度 × 高度）
为 1024×512。基于百度地图数据，本文选择街道作为
研究的基本单位。
本文以合肥市二环路范围内的 1675 条带有百度街景
影像的街道为原始资料。考虑到下载研究区域内的所有
街景图像的工作量过于庞大，本文通过 ArcGIS 从 4 维地
图等间距抓取了其街景图像的点位。通过人工对比不同
距离的截取下的街景图像中城市景观特征的同质性，低
于 50m 截取的图像覆盖的景观类型的同质性过高，部分
景观特征重叠，高于 50m 截取的图像同质性过低，容易
遗漏部分街景特征。最终将采样距离定为 50m（图 2），
图 2 为分布在道路网络上的所有街景坐标点，可清楚看
到每一个样本点的具体位置。

2

本文最终共提取了研究区域内具有街景图像的
16258 个点，每个点可以观察到 360°的景象，再通过
调用百度地图 API 抓取到每个观察点在平行于道路（前、
后）和垂直于道路方向（左、右）共四张街景图（图 2），

图获得街景图像数据和部分多源开放数据，以支持指标

这种采集形式正好可以对视点周围的环境形成全囊括，

计算。（2）空间计算。通过利用 ArcGIS 的 Spatial Join

收集到总共 65032 张街景图像。

等工具完成在街道尺度上的数据计算，以实现统一空间

1.2.2 多源开放数据

尺度的运算。（3）统计分析。通过使用 SPSS 24.0 将获

本文使用合肥市 2018 年用地性质数据（共 10 类用

取到的指标数据进行数理化分析，以支撑本文的部分结

地类型，分别是 R 类居住用地、A 类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果。（4）非现场建成环境审计。本文通过非现场环境审

务用地、B 类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M 类工业用地、W

计的方法对合肥市二环内的街景图像中展现出的空间品

类物流仓储用地、S 类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U 类公用设

质进行测度。已有文献证明有专业背景的打分团队的审

施用地、G 类绿地与广场用地、E 类非建设用地，H 类建

计结果比外行人的审计结果更具有效性 [30]，因此，本文

设用地）[31]，路网数据（共 5528 条数据），均用于研究

甄选了有建筑或城市规划专业背景的四位审计员来进行

不同类型的街道与街道空间失序程度的关系。

审计。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由于审计员认知背景的差异而
造成的统计误差，进行了培训直到共同确立场景评价的

12

2 研究方法

角度。受训后的审计员们会基于统一的评分体系对每个

2.1 技术方法

街景点四个方向的街景图像进行识别，对图像存在的空

为了支持本文数据的获取与计算，主要涉及以下四

间失序要素进行二分法打分，即存在某项失序要素计为 1

类计算技术：（1）数据爬取。通过编程语言利用百度地

（表 1），不存在为 0，最终综合各类得分形成对空间品

官方网站 www.nfjzbjb.com

图 1 研究范围（合肥市二环内）
图 2 街景点空间分布图以及街景
图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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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空间失序评分参考样片
存在失序要素参考样片（1 分组）

建筑

建筑拆封

建筑外立面不完整

建筑外立面破损

建筑外立面老旧

招牌老旧 / 混乱

铺面老旧 / 污损

无序占道经营

铺面空置及出售

植物杂乱

垃圾堆放 / 丢弃

废弃车辆

未拆除的施工围墙

道路侵占

道路未硬化

道路破损

基础设施破损

公共界面破损

建筑外立面涂鸦

私搭乱建 / 临时建筑物

沿
街
商
业

环
境
绿
化

道
路

基
础
设
施

表 2 城市空间品质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建筑

二级指标
1. 建筑拆封；2. 建筑外立面不完整；3. 建筑外立面破损 4. 建筑外立面老旧；5. 外立面涂鸦；6. 私搭乱建 / 临时建筑物

沿街商业

1. 招牌老旧 / 混乱；2. 铺面老旧 / 污损；3. 无序占道经营；4. 铺面空置及出售

环境绿化

1. 植被杂乱；2. 垃圾堆放 / 丢弃；3. 废弃车辆；4. 未拆除的施工围墙

道路
基础设施

1. 道路未硬化；2. 道路破损；3. 道路侵占
1. 基础设施破损；2. 公共界面破损

质的评价结果。在正式开始前，为保证数据的精确性，
本文先抽取了数量为 10% 的街景图片让四位审计员打分，

2.2.1 空间失序程度
对空间失序程度判定主要基于构建的北京城市实验

对其打分结果进行一致性分析，最终得到的 Kappa 值为

室（BCL）构建的城市公共空间品质评价指标体系作为街

0.83>0.75，打分结果一致性较好，证明虚拟审计具有可

道空间品质的评估指标（表 2）。该指标体系依据街景图

操作性，统计的结果可信度强。

像所提供的街道景观和建筑立面信息，从中选择有代表

鉴于图片会受到天气和季节的影响，在审计过程中

性的要素进行分析，具体包括建筑、沿街商业、环境绿化、

也有意识去除受到天气、季节与交通状况的影响。		

道路和基础设施等五类一级评价指标以及进一步细分的

2.2 指标量化

十九项二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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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根据评估体系测度到的结果根据空间失序程度
（Degree of spatial disorder）的公式，计算街道空间的
失序状况，可更加客观地表现空间破败现象，具体公式
如下：
（1）
式（1） 中，D 为 整 体 空 间 失 序 程 度，n 为 存 在 失
序要素的街景点数量，存在失序要素的街景点是指只要
该街景点有任一方向的图像识别出任一失序要素，则判
定该街景点出现空间失序的现象；N 为总街景点数，共
16,258 个点。
2.2.2 基于用地类型的街道类型
本文的街道类型（Street type）性质的划分借鉴龙瀛
等学者基于用地类型对街道类型性质的划分

a 合肥市二环内整体空间失序程度

[31]

。由 100

m 缓冲范围内地块性质决定，具体公式如下：

（2）
式（2） 中，ST 表 示 某 街 道 的 类 型，Pi 为 最 高 类
型街道地块的面积，i 为某一类型地块，k 为该地段的
地块类别总数。若最高类型地块面积占比超过 50%，
即 ST>50%，则将该类型赋属性给街道。例如 R 类占比
最高，且超过 50%，则街道属性为 R，若最高占比大于
0 但小于 50%，则该街道为混合型（mixed），若缓冲

b 合肥市二环内各区域的失序程度情况

范围内不包含明确用地属性的地块，则街道分类为未知
（unknown）。
3 结果分析
3.1 空间失序程度测度和分布特点
本文根据虚拟审计的结果，计算每个街景观察点在
四个方向上的街景图像失序要素总分，每个街景点的分
数在 0 分到 76 分的区间内。其中，0 分是指某个街景点

3

c 合肥市二环内各区域的失序程度具体情况表

表 3 合肥市二环内空间失序要素占比

四个方向没有存在任何一项失序要素，76 分是指某个街
景点四个方向都识别出所有失序要素（共 19 个要素）的
总分数。
随后通过 ArcGIS 进行了空间落位和可视化表达，图
6 是对街景点的识别出的失序要素总分通过四分位数划分

一级指标

占比

建筑

17.96%

沿街商业

18.50%

环境绿化

7.94%

道路

4.18%

基础设施

9.13%

为四个分数段，即 1，1-2，2-4，4-34。部分街景点的
失序分值为 0 的不做显示。图中颜色越深就表明该观察
点的空间品质越差。
随后通过空间失序程度的计算公式进行计算（图 3），
可得出合肥市城市空间失序程度为 35.11%，其中瑶海区
的空间失序程度最高，为 45.01%，随后是新站区，为
37.84%，高新区的空间失序程度最低，为 20.83%。可
以发现外围的东北和西南区域，空间失序较为明显。而
中心地区的空间品质相对较好。整体的破败严重的现象
呈现出小范围聚集的特点。

图 3 合肥市二环内整体空间

3.2 空间失序要素测度和分布特点
由评价结果可知（表 3），从五类一级指标上看，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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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空间失序程度评级等级图

b 合肥市二环内街道类型
5

6

图 5 街景点的空间失序要素得分图

合肥市二环内空间失序要素中关于沿街商业的占比最大，

不一的老旧、破损现象。而随着城市空间不断且大规模

图 6 基于路网的各类数据图

说明该区域沿街商业的破败程度最为严重。

向外延伸，外围区域呈现出：设施发展相对滞后、生态

从细分的十九项二级指标上看（图 4），建筑外立面

环境脆弱、用地低效等特征，导致出现“垃圾围城”、

老旧、铺面老旧 / 污损、招牌老旧 / 混乱成为出现最频繁

外围杂乱等城市现象。

的前三个空间失序要素。这些将是改善和提升合肥市空

3.3 针对空间失序与不同类型街道的关系探究

间品质的过程中首要需要重点关注，反映出合肥市目前

3.3.1 空间分布规律

亟需针对破旧、损坏和混乱的建成环境开展维护、修整

由于本文是以街景点与用地性质为基础数据，相关

和有机更新的相关工作。而在合肥市二环内空间品质评

测度均为量化指标，因此通过将该数据与街道尺度空间

价中，无序占道经营和私搭乱建临时建筑物这两个失序

进行连接，基于统一的单元开展空间分析。

要素出现的频率也不低，造成了合肥市二环内出现部分
非正式的城市景观。
从分布特点上看（图 5），整体而言各要素失序程度
较高的区域一般集中在城市外围。但在失序要素中，如

本文将每条街道上对应的各街景点空间失序指数的
平均值作为相应街道的空间破败指数。并且将街道的
空间失序指数通过 ArcGIS 分位数划分为 5 个等级（图
6a），分别代表空间失序程度的高、较高、中、较低、低。

果是老旧、破旧或污损的观察点，基本遍布整个二环内

街道类型的计算是利用现状的用地性质获取，
结果
（图

区域，如建筑外立面老旧、铺面老旧 / 污损等失序要素；

6b）显示，总共获得 11 类街道类型，分别为居住用地类

而其他要素主要分布在城市外围，而且越往外破败程度

（R）、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类（A）、商业服务业

越高，如植物杂乱、道路未硬化、垃圾堆放 / 丢弃等失序

设施用地类（B）、工业用地类（M）、物流仓储用地类

要素，这反映出合肥市二环内城市景观整体呈现出程度

（W）、公用设施用地（U）、绿地与广场用地类（G）、

www.nfjzbjb.com 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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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建设用地类（E），建设用地类（H），混合型（mixed），
未知类（unknown）。在合肥市二环内居住用地类（R 类）
的街道数量最多，物流仓储用地类（W 类）的街道数量最少。
3.3.2 关系探究
本文利用现状用地性质计算出街道类型，其结果与
空间失序程度进行统计分析（图 7），从图中看出，从街
道的功能维度上看，各功能街道空间的失序程度差距不
大，其中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类（B 类）街道的空间失序
程度最为严重，主要受沿街商业（表 4）要素的影响；其
次是非建设用地类（H 类），而除去未知类用地外，物
流仓储用地类（W 类）街道的空间失序程度最低，依靠
建筑类的空间失序要素带动。
3.4 小结
为了响应精细化管理的城市规划要求，本文的研究
单元落在更为精细的街道，以街道空间为切入点。而研
究方法上，以非现场建成环境审计等关键技术实现街道
的大规模的测度，以量化测度的方式客观地分析街道空
间，识别空间品质的优劣。
本文在理论环节，以空间失序理论切入，基于失序

图 7 不同类型街道空间的空间失序程度

表 4 影响不同类型街道空间的失序要素
街道类型

影响最大的空间失序要素

影响最小的空间失序要素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类（A）

沿街商业

道路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类（B）

沿街商业

道路

非建设用地类（E）

环境绿化

建筑

绿地与广场用地类（G）

建筑

基础设施

建设用地类（H）

沿街商业

道路

要素评价体系判别城市空间的品质，选择合肥二环内作

工业用地类（M）

建筑

道路

为案例城市，弥补了国内地理领域对这类问题的研究空

居住用地类（R）

沿街商业

道路

白，对拓展城市地理研究领域和发展空间失序研究领域

公用设施用地类（U）

基础设施

道路

具有积极意义。

物流仓储用地类（W）

建筑

环境绿化

混合（mixed）

建筑

道路

未知（unknown）

沿街商业

道路

在实际应用上，本文先采用合肥市二环内 65,032 张
街景图像数据进行多层级的街道空间评价，得出合肥市
二环内街道空间整体失序程度为 35.11%，其中瑶海区和
新站区的空间失序程度最高，应该在合肥市的城市更新
中优先重点推进这两个区域的进程。随后对二环内街道

16

不失区域特色。

空间的不同失序要素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就一级评价指

（2）提质。街道空间应根据不同的街道类型进行差

标而言，合肥市二环内的沿街商业失序程度最为严重；

别化设计，对招牌、铺面等沿街商业要素进行重点整改。

而就细分的二级评价指标而言，建筑外立面老旧、铺面

对已开发的街道进行一体化设计与复合改造，重点设计

老旧 / 污损、招牌老旧 / 混乱、基础设施破损和公共界面

沿街建筑底部，如通过提高贴线率，改造整治底商界面、

破损成为出现最频繁的前五名要素，这些是在改善和提

剖面，增设过渡空间和街道家具等方式提升街道意象化，

升合肥空间品质的过程中需要首要关注的要素。最后与

促进高质量人居环境的形成与发展，以满足人们对空间

街道其他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可得，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

品质的高需求与高要求。

类）街道的空间品质最差，物流仓储用地（W 类）的则

（3）落实运营维护，维持日常功能。植物杂乱、垃

相对较好。上述结果均可以为评价和改善城市街道空间

圾堆放、无序占道经营、私搭乱建临时建筑物、未拆除

品质提供科学有效的借鉴和参考。

的施工围墙、公共界面破损等都是中国街道空间里常见

就此本文对街道空间提出三点规划设想：

的现象。在街道导则上必须落实各相关方的责任，保证

（1）增量。在街道空间的规划应对上，应有侧重点

街道空间设施的日常运营与维护，禁止无序、故意损坏

发展弱势区域的街道空间品质，如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的行为，避免管理缺位。面临合肥现今的城市修建与基

功能单一的街道等区域，增加高品质的街道空间，保证

础建设全面铺开，街道施工随处可见，需要在街道空间

城市的均衡发展。对其建筑外立面、铺面和招牌老旧 / 破

上保有一定的余位供行人走路和骑自行车的连续与安全

损的现象，进行及时的更新与规划，同时在更新过程中

通过。在新建的同时保护原有的街道，避免因施工导致

强调“基调与多样性”，既确保街道风貌的协调，又要

的地面坑洼与道路断节，影响行人日常通行。

官方网站 www.nfjzbj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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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展望

同时加入更多元街道数据，分析街道空间与其他数据间

以探索静态、理性的规律去建设城市物质环境的传

的关系，更全面地为城市服务。在城市理论方面，未来

统规划编制已无法适应人们的需求。近年来在城市应用

的分析可以结合经济地理、政治地理等地理学领域相互

研究中，为了弥补传统设计中缺少对城市特色风貌和品

探究，共同探讨街道空间失序背后中的权力空间、情感

质控制这一特性，城市研究考虑到城市里更加细致的管

空间等认知层面与人的关系 , 以期对街道空间的失序规律

控单元，强调从“人”的视角来观察体验城市。

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本文借助街景图像进行测度，主要是该数据源是以
“人”的视角记录城市街道及其携带的信息，利用其能
有效地评价街道空间品质，能视为精细化的城市设计导
控和“城市修补”等提供实证支撑的一种尝试。目前这
种方式以“人本——街道”为尺度，不仅从人的视角出
发高效地确定城市空间失序的位点，而且能判定该位点
需要哪方面（建筑环境、商业环境、绿化环境、道路环境、
基础设施五大方面）的修补与维护，使规划设计者可以
更全面地了解街道空间，为城市更新、区域特色品牌和

图、表来源
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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